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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電子)

1 藥學系系學會 1100315 國考經驗講座 $7,992 $572 / $0 藥學系全體學生80人 卓越大樓203教室 不補助 O X

2 藥學系系學會 1100324 PCE示範賽講座 $8,696 $5,280 餐費 $2,000 藥學系全體學生50人 卓越大樓102教室 1-1-1-1補 O O

3 藥學系系學會 1100510-1100514 系周 $1,250 $950 / $0 藥學系全體師生80人
關懷大樓戶外B區廣

場
不補助 O O

4 藥學系系學會 1100531-1100604 系刊發放 $39,000 $31,000 / $0
藥學系全體師生100

人
藥學系系上圖書館 不補助 O O

5 藥學系系學會 1100426
創造Rx63-藥學系音樂素養

培養創意競賽
$46,679 $12,792 / $0

藥學系全體學生200

人

初賽：卓越203教室

複賽：台中兆品酒店
不補助 O O

6 藥學系系學會 1100513
要是能重來-藥學系多元藝

文能力成果發表會
$76,400 $61,000 餐費 $3,000

藥學系全體學生250

人
台中照品酒店兆尹聽 2-4-2-1配 O O

7 藥學系系學會 1100715-1100719 藥學營 $715,875 $515,875
餐費11200

印刷費11200
$22,400

全國高中職學生168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、立夫中醫藥博物

館、流星花園

2-4-3-1補 O O

8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502 妝上翅膀，開闊未來 $29,800 $5,960 餐費 $2,800 藥妝系員、系友70人 英才校區互助大樓 1-1-1-1補 O O

9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424-1100425 化妝品調製競賽 $16,060 $12,848 餐費 $2,000
藥妝系全體大三學生

50人

卓越201教室

創研B1中炮實驗室
1-1-1-2補 O O

10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626
新型態活動構思及發想暨

系會活動檢討修正交流會
$8,375 $6,700 餐費 $1,000

第17.18屆藥妝系系

學會成員45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南校

區

卓越大樓201教室

1-1-1-2補 O O

11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828
化妝品概論及皮膚疾病研討

會
$8,500 $6,800 餐費 $1,000 藥妝系全體師生85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

部
1-1-1-2補 O O

12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610 企業參訪 $37,120 $29,000 / $0 藥妝系全體師生80人

綠藤生機、

Greenvines、佐登妮

絲

不補助 O O

13 醫學系系學會 1100417 羽球系主任杯 $13,920 $7,920 場地費 $7,000 系羽隊員30人 台體大羽球場 1-1-1-5配 O O

14 醫學系系學會 1100719-1100723 醫學營 $533,000 $50,000
餐費11200

印刷費11200
$22,400

全國高中職學生16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

區
2-4-3-1補 O O

15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616 不要醫職烤，公公也說好 $43,000 $24,000 餐費 $3,600
公衛院全體師生30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16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830
水湳-北港公衛院羅馬競技

場
$46,000 $32,000 餐費 $4,800

公衛院大一大二全體

學生300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

區
1-1-1-2配 O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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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424-0425
超越極限卓越自我，球類技

術交流研討會
$45,100 $22,800 餐費 $6,500

公衛院大一不分系及

醫管系師生120人
台中校本部 1-1-1-5補 O O

18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529-0530
2021-第二十三屆全國醫管

盃
$34,600 $17,000 交通費 $10,800

醫管系男女排球隊+

公衛大一不分系男排

球隊20人

高雄福誠高中風雨球

場
1-1-1-5配 O X

19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527 茶文藝饗-賞茶交流會 $16,200 $4,800 餐費 $2,400
醫務管理學系學生60

人
審計新村 2-4-1-1配 O O

20 醫技系系學會 1100516 醫技盃桌遊大賽 $800 $300 / $0
醫技系系學會成員30

人
互助大樓5B03教室 不補助 O O

21 醫技系系學會 1100522-1100523 醫技系幹部訓練 $77,000 $61,600 / $0
醫技系系學會全體人

員40人
宜蘭 不補助 O O

22
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

會
1100426 職場安全與人際關係 $12,624 $8,000 / $0

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

100人
卓越203 不補助 O O

23
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

會
1100407 實驗室安全衛生講座 $11,150 $8,000 / $0

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

100人
卓越203 不補助 O O

24 營養系系學會 1100501
下次再見，一起營接更好的

我們
$18,478 $13,700 餐費 $2,000

營養系大二大三學生

20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補 O O

25 營養系系學會 1100605 營養系師生傳承大會 $16,000 $12,800 / $0
營養系全體師生20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不補助 O O

26 營養系系學會 1100417 系隊下北港 $21,600 $12,000 交通費 $6,000 系隊成員60人 北港校區 1-1-1-5配 O O

27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515 負責醫主代訓經驗分享會 $21,010 $15,710 餐費 $2,300
中醫系、學士後中醫

學系學生100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28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530
學士後中醫學系35屆授袍典

禮
$99,400 $35,750 / $0

學士後中醫學系35屆

學生100人

立夫大樓B1國際會議

廳
不補助 O O

29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505-1100508 109學年度醫聯會中區醫學教育部 醫學教育週$12,028 $9,600 餐費 $3,500
中國醫全體學生500

人
英才校區 1-1-2-1補 O O

30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426-1100430 公共與衛生週 $20,000 $15,000
講師費3200

餐費650
$3,850

學士後中醫、醫學、

中醫系學生200人
互助1A01 1-1-2-1補 O O

31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410 藥廠參觀活動 $35,650 $20,650 / $0
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

160人
台南市官田區 不補助 O O

32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501 馬光中醫醫療事業群參訪 $56,820 $11,520 / $0
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

144人

馬光醫療網總部&台

南馬光崇學診所
不補助 O O

33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419-1100423 人權與性平週 $39,950 $29,950
餐費6000

講師費3200
$9,200

學士後中醫、醫學、

中醫系450人
互助教室 3-1-1-1補 O O

34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426-1100502 勞動關懷週 $27,817 $22,075
餐費6000

印刷費400
$6,400

本校後中、醫學、中

醫系學生120人
互助、葵海農場 3-1-1-1補 O O



35 運動醫學系系學會 1100427 體適能講座及業界分享 $5,600 $4,480 講師費3200 $3,200
運醫系大二、大三學

生30人

創研大樓B2運動醫學

實驗室
1-1-1-1配 O O

36 運動醫學系系學會 1100410 系隊下北港 $18,250 $3,000 交通費 $3,000
運醫系大一至大四學

生75人
北港綜合球場 1-1-1-5配 O O

37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508
金牌後的默默工程-運動員

旁的物理治療師
$12,400 $7,440 講師費3200 $3,200

物理治療學系師生80

人
100人大教室 1-1-1-1補 O O

38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605
跨過障礙的熱血鬥士-生命

講座
$10,400 $6,0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物理治療學系師生80

人
100人大教室 1-1-1-1補 O O

39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424
轉動身體緊繃的鎖-脊椎螺

旋運動
$12,400 $7,440 餐費 $1,200

物理治療學系師生80

人
物理治療學系教室 1-1-1-2配 O O

40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410
中國醫藥大學物治系29&30

屆祝福交流會
$18,000 $5,600 / $0

物治系全體29屆學生

45人
物治系實習教室 不補助 O O

41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501
別怕肌貼斯不開！認識基礎

貼紮
$4,960 $7,440 餐費 $1,200 物治系全體師生80人 物理治療學系教室 1-1-1-2配 O O

42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619 物治職涯規劃與職業探索 $16,000 $9,600 餐費 $1,500

物理治療學系大四學

生&大二系學會學生

200人

物理治療學系教室 1-1-1-2配 O O

43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509 第二屆觸診暨百萬大學堂 $11,000 $6,600 餐費 $2,100
物理治療學系師生

100人
系實習教室 1-1-2-1配 O O

44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923 解開心中的枷鎖-物治讀書會 $8,000 $4,800 餐費 $2,100
物治系全體師生100

人
物治系系教室 2-4-1-1補 O O

45
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

學系系學會
1100927

老生常談-見習經驗分享討

論會
$9,100 $4,900

餐費2400

印刷費100
$2,500

醫放系大二至大三學

生共60人
互助4A01教室 1-1-1-1補 O O

46
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

學系系學會
1100830 新生大學職涯指導大會 $9,800 $5,100 / $0

醫放系大二大三學長

姐與大一新生70人
互助1A01教室 不補助 O O

47
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

學系系學會
1100906 探索北港生活暨尋親同樂會 $13,200 $7,000 餐費 $1,000 醫放系大一新生80人 北港N201教室 1-1-1-2配 O O

48 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 1100410 生科系友球類交流會 $9,500 $4,800 餐費 $3,700
生科系畢業學長姐及

在校生60人

水湳校區場醫、場

二、場三及桌球室
1-1-1-5補 O O

49 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 1100530 生物科技系系員分享會 $26,000 $16,000 / $0
生科系全體學生及師

長200人

水湳校區B2國際會議

廳
不補助 O O

50 北港分部學生會 1100407 名人講座-黃豪平 $42,000 $7,860
講師6000

交通1860
$7,860 北港分部學生300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

部綜合教室
1-1-1-3補 O O

51 北港分部學生會 1100601 再見北港 $214,850 $33,800 燈光音響租賃 $6,650 北港分部600人 北港分部綜合球場 1-1-2-1補 O O

52 北港分部學生會 1100428 北港露天電影院 $32,000 $12,000 布幕租借費 $6,000
北港分部全體學生

250人
網球場 2-4-1-1補 O O



53 牙醫系系學會 1100429
畢業後何去何從？PYG醫院

診所經驗分享
$13,600 $8,000 餐費 $4,000 牙醫系學生100人 立夫教學大樓 1-1-1-1補 O O

54 牙醫系系學會 1100626 國考書編撰講座 $8,730 $4,000 / $0
大五參與國考書編撰

者45人
立夫教學大樓教室 不補助 O O

55 牙醫系系學會 1100330 系學會幹部訓練 $11,600 $6,000 / $0
牙醫系系學會幹部50

人
立夫教學大樓 不補助 O O

56 牙醫系系學會 1100406 系員聯歡交流會 $24,000 $12,000 / $0
牙醫系全體學生200

人
學生活動中心 不補助 O O

57 牙醫系系學會 1100502 D37牙醫系授袍典禮 $76,970 $20,000 / $0
牙醫系全體學生與師

長親友200人
國際會議廳 不補助 O O

58 牙醫系系學會 1100404 三校牙醫系聯合線上交流會 $10,400 $6,000 餐費 $3,000 牙醫系學生60人 立夫教學大樓 2-4-1-1配 O O

59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416 公共衛生學應用營 $32,200 $24,000 餐費 $3,600
公衛系全體師生20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60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620 公共衛生學系系員大會 $20,100 $12,600 / $0
公衛系全體師生15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不補助 O X

61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620 AI大數據創新發展研習活動 $20,100 $12,600
餐費2200

印刷600
$2,800

公衛系全體師生150

人
水湳本部 1-1-2-1配 O O

62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0727-1100730 使君當歸，千尋紅娘牡丹 $230,500 $30,500 印刷費 $3,735 全國高中職學生48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、

水湳校區、台中市一

中街

2-4-3-1補 O O

62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0727-1100730 使君當歸，千尋紅娘牡丹 $230,500 $30,500 餐費 $15,515 全國高中職學生48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、

水湳校區、台中市一

中街

2-4-3-1配 O O

63 中醫系系學會 1100511 中醫系教學部深耕系列講座 $14,600 $7,200 餐費 $2,880 中醫系各屆學生80人 互助4A01教室 1-1-1-1補 O X

64 中醫系系學會 1100502 第十屆全國醫學生聯合攝影大賽$24,620 $14,620
餐費1500

印刷費600
$2,100

評選當天30人、參賽

者100人
立夫11樓討論室三 2-4-2-1配 O O

65 中醫系系學會 1100802-1100806 中醫研習營 $720,900 $520,900
餐費11200

印刷費11200
$22,400

全國高中職學生19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

區、立夫中醫藥博物

館、新天地崇德店

2-4-3-1配 O O

66 營養推廣服務隊 1100512 台中生活大解密 $2,604 $2,080 餐費 $1,200 北港全體學生30人 北港校區N201教室 1-1-1-1配 O O

67 營養推廣服務隊 1100412 營養菜單培訓營 $2,400 $1,920 餐費 $300
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學

生3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68 運動醫學服務隊
1100404、0411

1100502、0523
服務學習 $8,000 $6,400 餐費 $1,680

運動醫學系大一學生

42人
北港校區 1-1-1-1配 O O

69 慈幼社
1100408、0503

0516、0531

第六十六屆刑天社會醫療服

務隊籌備會議
$46,000 $23,000 餐費 $2,800 第六十六屆幹部5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

70 慈幼社 1100426-1100428
第六十六屆刑天社會醫療服

務隊期初分享會
$21,500 $15,000 餐費 $2,200

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

及北港分部大一新生

5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

區

1-1-1-2配 O O

71 慈幼社 1100509
刑向遠方，天滿能量-刑天

社會醫療服務隊大集訓
$24,600 $14,600 交通費 $9,600 慈幼社社員6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3配 O O

72 慈幼社 1100626-1100703
第六十六屆刑天社會醫療服

務隊幹部對輔行前訓
$100,000 $50,000

印刷費4000

餐費8500
$12,500

刑天社第六十六屆幹

部及隊員6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2-4-1-1補 O 0

73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1100401-0606

2021中國醫藥大學國際志工

中醫醫療服務隊澎湖偏鄉中

醫巡迴醫療服務A隊臨床技

能訓練

$6,250 $4,840 講師費3200 $3,200

國際志工醫療服務隊

第五屆澎湖篇消中醫

巡迴醫療服務A隊隊

員3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教室 1-1-1-1配 O O

74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1100605

2021中國醫藥大學國際志工

中醫醫療服務隊澎湖偏鄉中

醫巡迴醫療服務B隊-臨床技

能訓練行前講座

$6,250 $4,840 講師費3200 $3,200

國際志工醫療服務隊

第五屆澎湖篇消中醫

巡迴醫療服務隊隊員

及國際志工社社員6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教室 1-1-1-1配 O O

75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1100520

2021中國醫藥大學國際志工

中醫醫療服務隊澎湖偏鄉中

醫巡迴醫療服務A隊-衛教技

能指導

$4,240 $3,200 餐費 $480

中國醫藥大學國際志

工中醫醫療服務隊第

五屆澎湖偏鄉中醫巡

迴醫療服務隊隊員及

國際志工社社員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76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1100527
2021澎湖偏鄉中醫巡迴醫療

服務B隊-衛教技能指導
$4,100 $3,200 餐費 $480

中國醫藥大學國際志

工中醫醫療服務隊第

五屆澎湖偏鄉中醫巡

迴醫療服務隊隊員及

國際志工社社員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77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407

藥事人員服務素質基礎能力

培訓課程二社區服務內容及

家訪技巧

$4,000 $2,800 餐費 $420
風浪藥學服務社社員

35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關懷大樓203教室
1-1-1-2配 O O

78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723-1100725
第三屆破浪離島服務幹部隊

輔行前訓練
$13,810 $5,600 餐費 $2,800

風浪藥學服務社社員

35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2-4-1-1配 O O

79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725-1100731
單車環島衛教暨健檢家訪服

務幹部及隊輔行前訓練
$30,800 $23,400

餐費10000

講師費2000
$12,000

單車環島衛教暨健檢

家訪服務活動之幹部

&隊輔15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、苗栗縣私立幼安

教養院

2-4-1-1補 O O

80 知善社 1100411 知善小學堂 $10,400 $5,200 講師費3200 $3,200 本校師生40人 關懷204教室 1-1-1-1補 O O

81 知善社 1100506 中醫教室 $13,400 $5,200 餐費 $780
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

生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82 知善社 1100603 義診培訓 $9,950 $5,200 餐費 $780
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

生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83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415
杏服醫學服務隊下學期第一

次社課
$7,000 $5,6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杏服醫學服務隊隊員

及全校師生50人
卓越大樓教室 1-1-1-1配 O O



84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526
杏服醫學服務隊下學期第二

次社課
$7,000 $5,6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杏服醫學服務隊隊員

及全校師生50人
卓越大樓教室 1-1-1-1配 O O

85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401
杏服醫學服務隊下學期杏服

之夜
$2,400 $1,920 / $0

杏服醫學服務隊隊員

3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不補助 O O

86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407-1100414 杏服週 $9,000 $7,200 餐費 $3,150
杏服醫服務隊隊員15

人
英才/水湳公共區域 1-1-2-1補 O O

87 小水麻藥事服務隊 1100519
小水麻藥事服務隊出隊行前

說明會
$7,454 $5,300

餐費2000

印刷費1000
$3,000

藥學系大一大二學生

51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2-4-1-1配 O O

88 鋼琴社 1100428 109學年度鋼琴檢定班 $10,650 $6,400 講師費3200 $3,200
鋼琴社社員級學校師

生共45人
互助大樓4A01教室 1-1-1-1補 O O

89 鋼琴社 1100512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鋼琴社

大師班
$13,100 $6,400 講師費3200 $3,200 全校師生70人 互助大樓4A01教室 1-1-1-1補 O O

90 鋼琴社 1100526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鋼琴社

師資班
$11,900 $6,400 講師費3200 $3,200 全校師生70人 互助大樓4A01教室 1-1-1-1補 O O

91 鋼琴社 1100530 台中六校聯合音樂會 $11,500 $8,000 印刷費 $2,600

中興大學、中山醫

大、靜宜大學、弘光

科大、逢甲大學及中

國醫藥大學師生，及

有興趣之一般民眾共

150人

東海大學銘賢堂 2-4-2-1補 O O

92 鋼琴社 1100602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鋼琴社

期末成發
$6,600 $4,000 餐費 $3,000 全校師生100人 學生活動中心 2-4-2-1配 O O

93 熱門舞蹈社 1100408 熱舞社學長姐專攻訓練會 $7,320 $5,600 餐費 $2,800 社員、歷屆幹部70人 互助B2 1-1-1-1補 O O

94 熱門舞蹈社 1100924-0926 熱舞社workshop $39,600 $15,6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校內對跳舞有興趣之

學生，單次課程活動

人數30人

互助B2 1-1-1-1補 O O

95 熱門舞蹈社 1100406-1100610 社員基礎訓練課程 $64,000 $44,000 講師費6600 $6,600
北港分校熱舞社社員

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

校
1-1-1-2補 O O

96 熱門舞蹈社 1100423-1100425 熱舞社基礎訓練營 $45,780 $20,700 餐費 $3,00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80人
互助B2 1-1-1-2配 O O

97 熱門舞蹈社 1100813-1100814 熱舞社幹部訓練 $11,220 $4,800 餐費 $720
第21.22.23屆熱舞社

幹部30人
互助B2 1-1-1-2配 O O

98 熱門舞蹈社 1100827-1100829 熱舞社暑期訓練 $45,780 $20,700 餐費 $3,00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80人
互助B2 1-1-1-2配 O O

99 熱門舞蹈社 11009113 熱舞社期初體驗社課 $7,350 $5,600 餐費 $84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70人
互助B2 1-1-1-2配 O O

100 熱門舞蹈社 1100401 熱舞社Battle大會 $11,300 $5,500 餐費 $3,000
社員、幹部、校內學

生及校外舞者100人
互助B2 2-4-2-1配 O O



101 熱門舞蹈社 1100506 熱舞社幹部分享大會 $7,320 $5,600 餐費 $2,450
社員、當屆幹部共70

人
互助B2 2-4-2-1配 O O

102 熱門舞蹈社 1100513
熱舞社第二十二屆大成發

「舞朝」
$273,000 $68,000 場地費 $3,000

社員、幹部、校內外

學生、師長共800人

Legacy Taichung 傳

音樂展演空間
2-4-2-1配 O O

103 熱門音樂社 1100407-0609
熱門音樂社社團樂器教學課

程
$24,000 $14,0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熱門音樂社社員與幹

部共50人

關懷大樓102、202教

室，及熱音社社辦
1-1-1-1補 O O

104 熱門音樂社 1100929
樂團基本概念與樂器介紹講

座
$3,200 $2,400 餐費 $2,400

中國醫藥大學學生80

人
校本部可借用空間 1-1-1-1補 O O

105 熱門音樂社 1100602 熱門音樂社期末成發 $7,700 $3,000 講師費3000 $3,000

熱門音樂社社員與幹

部、校內外師生共80

人

學生活動中心 2-4-2-1配 O O

106 嘻哈音樂創作社 1100407 校外講師經驗分享 $8,000 $3,500 講師費3150 $3,150
嘻哈音樂創作社社員

15人
校園內教室 1-1-1-1補 O O

107 管弦樂社 1100405-0407 基礎樂理講座(四、五、六) $14,400 $9,600 講師費3200 $3,200 管弦樂社社員35人 學生活動中心 1-1-1-1補 O O

108 管弦樂社 1100412 樂器清潔與維護講座 $6,960 $4,800 講師費3200 $3,2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-1-1-1補 O O

109 管弦樂社 1100419 和聲訓練器教學講座 $6,960 $4,800 講師費3200 $3,2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-1-1-1補 O O

110 管弦樂社 1100517 音樂史講座 $6,960 $4,800 講師費3200 $3,2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-1-1-1補 O O

111 管弦樂社 1100510 新任幹部培訓講座 $6,960 $4,800 餐費 $72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-1-1-2配 O O

112 管弦樂社 1100606 期末成果發表音樂會 $10,160 $8,0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管弦樂社社員以及對

音樂有興趣的師生60

人

學生活動中心 2-4-2-1配 O O

113 運動舞蹈社 1100922 期初初階課程 $2,800 $2,240
講師費2000

餐費240
$2,240

中國醫藥大學師生10

人
校本部舞蹈教室 1-1-1-1補 O O

114 運動舞蹈社 1100429 拉丁舞肢體開發講習與講座 $3,800 $3,040 餐費 $50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15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0

115 運動舞蹈社 1100702 期末社團聯合成果發表會 $3,300 $2,640
講師費2000

餐費525
$2,525

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

生15人

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

區舞蹈教室與學生活

動中心

2-4-2-1配 O O

116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410 國樂社低音樂器講座 $8,525 $3,200 講師費3200 $3,200 全校學生25人
中國醫藥大學互助教

室
1-1-1-1補 O O

117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508 國樂社笙聲不息講座 $8,525 $3,200 講師費3200 $3,200 全校學生25人
中國醫藥大學互助教

室
1-1-1-1補 O O

118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823-1100827 暑期國樂集訓 $43,850 $12,800 講師費2000 $2,000 樂社全體社員25人 互助教室 1-1-1-2補 O O



119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514 期末成果發表會 $4,350 $2,000 餐費 $1,750 全體學校學生50人 學生活動中心 2-4-2-1配 O O

120 弦情吉他社 1100401 木箱股創作講習會 $6,320 $3,600 餐費 $2,000
台中對木鼓箱有興趣

之師生50人
卓越大樓102教室 1-1-1-1補 O O

121 弦情吉他社 1100407
弦情醫致-論音樂、社團與

服務學習
$14,800 $9,700 交通費 $4,000

吉他社幹部、北港社

員45人
北港分部N206教室 1-1-1-1補 O O

122 弦情吉他社 1100506-0604 歌唱技巧研習會 $18,800 $12,8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吉他社社員及校內對

唱歌有興趣的學生50

人

卓越大樓102教室 1-1-1-1補 O O

123 弦情吉他社 1100408 吉他社新進幹部技能研習會 $14,800 $9,700 / $0
吉他社幹部&新進幹

部45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

區
不補助 O O

124 弦情吉他社 1100705-1100708 弦情吉他社暑期幹部訓練 $23,300 $18,600 餐費 $2,800
吉他社幹部&新進幹

部50人
卓越大樓102教室 1-1-1-2配 O O

125 弦情吉他社 1100427 台中彈指經驗分享會 $3,540 $2,400 餐費 $2,100 台中吉他社社員60人 卓越102教室 2-4-2-1配 O O

126 弦情吉他社 1100503 北港彈指經驗分享會 $8,375 $4,475 餐費 $2,800
台中社社員及全校師

生80人
北港分部藝文教室 2-4-2-1配 O O

127 弦情吉他社 1100511
台中北港聯合成果發表會-

琴吉之夏
$22,050 $16,800 交通費 $2,800

全校師生及吉他社社

員80人

英才校區學生活動中

心
2-4-2-1配 O O

128 弦情吉他社 1100524 北港流行音樂彈奏分享會 $5,430 $2,780 餐費 $2,100 北港吉他社社員60人 北港分部藝文教室 2-4-2-1配 O O

129 弦情吉他社 1100525 台中流行音樂彈奏分享會 $4,830 $2,800 餐費 $2,800
全體吉他社社員、全

校師生80人
卓越大樓102教室 2-4-2-1配 O O

130 弦情吉他社 1100607
北港期末聯合社團表演-吉

光片語
$14,734 $9,000 交通費 $3,000

吉他社、手語社幹部

及北港分部同學90人
北港分部綜合教室 2-4-2-1配 O O

131 弦情吉他社 1100608
台中期末成果發表會-莫吉

莫慌莫害怕
$5,540 $3,600 餐費 $2,800

全體吉他社社員、全

校師生80人
卓越大樓102教室 2-4-2-1配 O O

132 弦情吉他社 1100921 台中期初成發-給他guitar $9,260 $3,600 餐費 $2,800
全體吉他社社員、全

校師生80人
水湳校區 2-4-2-1配 O O

133 弦情吉他社 1100920 北港期初成發-給他guitar $18,510 $12,850 餐費 $2,800
北港吉他社社員及北

港校區全體師生80人
北港分部綜合教室 2-4-2-1配 O O

134 杏韻合唱團 1100820-1100827 四聲有杏-合唱教育營 $88,050 $40,050 餐費 $6,000
杏韻合唱團全體團員

3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135 杏韻合唱團 1100830-0831 指揮領導技能培訓營 $9,000 $7,200

餐費5400

印刷費300

教材費1500

$7,200 杏韻合唱團團員30人 中國醫藥大學 1-1-1-3配 O O

136 杏韻合唱團 1100501
第44屆全國醫學院校學生合

唱觀摩會
$40,200 $30,800 印刷費 $4,000

全國醫學院合唱團團

員300人
中山醫學大學 2-4-2-1補 O O



137 杏韻合唱團 1100529
杏韻期末音樂分享會暨感恩

餐會
$15,800 $8,0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杏韻合唱團團員40

人、輔順仁愛之家長

輩90人

輔順仁愛之家 2-4-2-1配 O O

138 劍道社 1100530
劍道社校際交流會(菁英盃

比賽)
$14,100 $5,600 講師費3200 $3,200

中國醫大劍道社以及

各大專院校劍道社

100人

東山高中 2-4-2-1配 O O

139 棒球社 1100512 棒球社下北港 $2,400 $1,600 餐費 $1,440
棒球社全體隊員及北

港新生30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

部
1-1-1-5補 O X

140 棒球社 1100529 壘球校長杯交流賽 $29,540 $11,200 餐費 $6,300

中國醫醫學系、藥學

系、中醫系、後中

系、校棒牙醫聯隊、

校棒OB聯隊、物治系

共140人

台中市烏溪壘球場 1-1-1-5補 O X

141 散打搏擊社 1100401-0624 社團課程Fitness Boxing $22,960 $6,960 講師費2880 $2,880 散打搏擊社社員20人
卓越大樓戶外廣場D

區
1-1-1-1補 O O

142 梅花拳社 1100514 梅花拳社文理武功分享會 $3,120 $2,420 / $0 梅花拳社社員30人 立夫101教室 不補助 O O

143 梅花拳社 1100810-0817

中國醫藥大學、中興大學、

台中一中、豐原高中跨校聯

合武術暑期訓練

$150,900 $50,400 餐費 $3,150 梅花拳社社員30人 梅花拳台北武館 2-4-2-1配 O O

144 排球社 1100506 台中北港排球交流賽 $5,200 $4,000 交通費 $3,600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

區學生及排球社社員

30人

北港校區綜合球場 1-1-1-5配 O O

145 排球社 1100529 校友盃 $11,800 $7,800 場地費 $4,500
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

生40人
芊億排球館 1-1-1-5配 O O

146 青峰桌球社 1100522
中國醫藥大學院際盃桌球錦

標賽
$18,000 $8,000 雜支 $5,000

青峰桌球社社員及中

國醫藥大學全體師生

50人

立夫B1桌球室 1-1-1-5配 O O

147 長洪武術社 1100726-1100730 長洪武術社暑訓 $109,500 $8,000 講師費1300 $1,300 長洪武術社社員30人 台北長紅武術總館 1-1-1-2補 O O

148 長洪武術社 1100529
長洪武術社 逐鹿中原 社團

交流表演賽
$7,200 $3,000 餐費 $1,400

中國醫藥大學長洪武

術社社員及其他武術

性社團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 2-4-2-1配 O O

149 奇峰登山社 1100410 森林療癒之旅-高山縱走 $13,056 $10,000 交通費 $6,461 本校全體學生16人 新竹縣尖石鄉 1-1-1-1補 O O

150 奇峰登山社 1100525 山區動植物介紹 $4,281 $3,200 講師費3200 $3,200 全校師生30人 互助大樓5B06教室 1-1-1-1補 O O

151 足球社 1100505 五人制大專盃賽前講習 $5,600 $3,200 餐費 $480

足球社社員、足球校

隊成員及其他非社員

之學生30人

水湳校區運動場 1-1-1-2配 O O

152 足球社 1100605 送舊盃 $3,796 $3,000 場地費 $3,000
足球社社員、已畢業

之社員30人
朝馬或馬禮遜足球場 1-1-1-5補 O O



153 足球社 1100501-0502 柳川盃 $16,446 $12,000 場地費 $6,500

足球社社員、非足球

社之新成員、校外友

社人員共90人

朝馬或馬禮遜足球場 1-1-1-5配 O O

154 合氣道社 1100505
合氣道社新舊社員經驗與武

術技巧交流大會
$4,060 $3,200 餐費 $1,600 合氣道社員40人 台中校區 1-1-1-1補 O O

155 合氣道社 1100923 合氣道初階課程 $7,275 $3,600 餐費 $1,800
合氣道社員及本校學

生45人
水湳校區 1-1-1-1配 O O

156 天下羽球社 1100830-1100903 暑期登峰大集訓 $33,500 $13,500 餐費 $2,000

天下羽球社社員&中

國醫藥大學區全體師

生50人

北區運動中心 1-1-1-2配 O O

157 天下羽球社 1100516 全院盃羽球賽暨北港交流賽 $80,000 $30,000 場地費 $6,500

天下羽球社社員及中

國醫藥大學全體師生

100人

普那羽球館 1-1-1-5配 O O

158 福智青年社 1100531 擁抱世界 $9,000 $3,000 印刷費 $45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

生10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159 福智青年社 1100430 母親節卡片傳恩情 $14,800 $3,000 印刷費 $1,050 全校師生100人 水湳A、B區 1-1-2-1補 O O

160 福智青年社 1100920 教師節卡片傳恩情 $9,400 $3,000 印刷費 $1,050 全校師生100人 水湳A、B區 1-1-2-1補 O O

161 理氣研究社 1100427
十二經絡拳演講-介紹十二

經絡拳的操作
$4,000 $3,200 餐費 $1,600 理氣研究社社員40人 互助3樓3A02教室 1-1-1-1補 O O

162 理氣研究社 1100511
身體的結構演講-透過望診

認識身體的結構
$4,000 $3,200 餐費 $1,600 理氣研究社社員40人 互助3樓3A02教室 1-1-1-1補 O O

163 理氣研究社 1100525 藥物與藥氣演講 $5,500 $4,000 餐費 $2,000 理氣研究社社員50人 互助3樓3A02教室 1-1-1-1補 O O

164 自然寶鑑社 1100518 激活青春密碼 $3,350 $2,400
餐費1200

印刷200
$1,400 全校師生30人 卓越607教室 1-1-1-1補 O O

165 自然寶鑑社 1100504 忍者工廠 $3,900 $2,400 / $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

生30人
忍者工廠台中店 不補助 O O

166 本草研究社 1100430 社團培訓 $8,000 $4,000 講師費1000 $1,000
中國醫藥大學學生50

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167 手之舞手語社 1100406 109學年度下學期手語饗宴 $8,900 $7,120 餐費 $1,00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

生7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168 手之舞手語社 1100815-1100821 110學年度手語社暑訓 $21,250 $17,000 餐費 $2,500
手之舞手語社24&25

屆幹部25人
互助大樓5B01教室 1-1-1-2配 O O

169 手之舞手語社 1100830
彰化縣立信義國中小學小蝸

牛學手語
$4,650 $3,720 餐費 $2,000

手語社25屆幹部&信

義國中小學學生30人
彰化縣立信義國中小 2-4-1-1補 O O



170 手之舞手語社 1100530
東海大學手語社成果發表友

校特別表演
$3,400 $2,720

餐費525

雜支1000
$1,525 25屆手語社幹部15人 東海大學 2-4-2-1配 O O

171 手之舞手語社 1100524
彰化師範大學白沙心言手語

社成果發表友校特別表演
$4,440 $3,552

餐費525

雜支1000
$1,525 25屆手語社幹部15人 彰化師範大學 2-4-2-1配 O O

172 天元圍棋社 1100408 第四屆中國醫對抗圍棋賽 $4,700 $2,400 餐費 $36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30人
立夫11樓討論室四 1-1-1-2配 O O

173 天元圍棋社 1100506 第二屆天元合和盃快棋賽 $3,900 $2,400 餐費 $36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30人
立夫11樓討論室四 1-1-1-2配 O O

174 天元圍棋社 1100520 第三屆中國醫趣味圍棋賽 $4,500 $2,400 餐費 $36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

生30人
立夫11樓討論室四 1-1-1-2配 O O

175 ACG動漫研究社 1100406 狐娘文化的前世與今生 $4,275 $3,200 餐費 $1,600
本校學生及社團成員

40人
卓越603教室 1-1-1-1補 O O

176 ACG動漫研究社 1100511
漫畫演進史-日本漫畫雜誌

介紹總集
$4,450 $3,200 餐費 $1,600

本校學生及社團成員

40人
卓越603教室 1-1-1-1補 O O

177 ACG動漫研究社 1100525 新舊幹部訓練、交流 $1,600 $1,280 / $0
ACG動漫研究社社團

新舊幹部20人
卓越大樓603教室 不補助 O O

178 ACG動漫研究社 1100928 歷屆幹部交流會 $4,060 $3,200 / $0
ACG動漫研究社歷屆

幹部40人
卓越大樓603教室 不補助 O O

179 ACG動漫研究社 1100427 社員創作成果發表會 $3,875 $2,635
餐費1400

印刷費600
$2,000

本校學生和社團成員

40人
卓越603教室 2-4-2-1配 O O

180 僑生聯誼社 1100410 僑聯社幹部交接 $3,200 $2,400 / $0
僑生聯誼社幹部&指

導老師40人

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校

區
不補助 O O

181 僑生聯誼社 1100522 僑聯社送舊活動之築夢未來 $16,640 $12,640 / $0
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僑

生80人
卓越大樓 不補助 O O

182 陸生聯誼社 1100424
台灣文化之旅-日月潭、九

族文化村
$20,670 $16,170

餐費603

保險費450
$1,053

中國醫藥大學學生9

人
南投縣日月潭 2-4-2-1配 O O

183 馬來西亞同學會 1100410 回憶北港 $16,250 $11,500 餐費 $1,800
馬來西亞同學會社員

50人

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

區
1-1-1-2配 O O

184 馬來西亞同學會 1100918 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 $6,500 $4,000 餐費 $1,700
中國醫藥大學馬來西

亞學生50人
互助5B01 1-1-2-1補 O O

185 馬來西亞同學會 1100626 粽香飄千里，他鄉聚人心 $7,000 $4,000 餐費 $1,700
中國醫藥大學馬來西

亞學生50人
互助5B01 1-1-2-1補 O O


